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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智慧与否，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性使然，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今天，我们正站在现实与虚拟世界的交汇口，未来一个全新的智慧世界触手可及。

       在这个全新的智慧世界，技术赋予了人们新的可能性。当需要完成大量工作时，精确控制时间与精力成为
核心需求，将智能与算力融入能力体系，可以让人们在数量级增长的信息与任务中脱离出来，让时间变得更有
价值和意义；当想脱离社会及他人带来的压迫感，寻找身体、心理的平衡点时，可被计算的健康数据将随时随
地提供帮助，健康在潜移默化中达到理想状态；当希望与他人连接，甚至与过去和未来的自己对话时，多元的
交流通道以及超出预期的情感体验将让人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连接在一起；当人们更多的注重自我价值与
挑战时，在新技术加持下能够获得突破禁锢的能力与信心，积极的探索未知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更宜居的城市、更智能的服务、更安全的数据以及更美好的生活都将实现。

       具有远见的企业需要洞悉这样一种变化。重新思考在创造商业、社会以及人性价值的过程中，企业能够做
些什么。

       清华大学与OPPO联合撰写的《智慧生活2030研究报告》中的洞察，是基于研究者的思考以及具有想象力
的用户群体的共创而产出。希望可以通过在未知与已知、个人与群体、想象与逻辑的互动中，捕捉到正在萌发
的微弱信号，用企业的未来投入去激活、滋养、创造一个全新的体系，突破场景、技术与市场的限定，给用户
一个全新的未来智慧生活。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份研究报告深度思考了当下与未来的可能性，定义了未来智慧生活场景的新篇章，
也为整个行业做了启发与引领，我们期待企业能够发挥自身能力与影响力，与各界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让技术赋予
生活想象

蔡   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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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创新和人文需求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回望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更迭的历史，技术创新的路径总
是沿着不断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方向延伸。

       想要读懂未来，我们认为要从科技与人文出发。

       科技方面，5G、AI、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以感知、互联、智能、融合计算为代表的关键科技领域，
迎来超过10倍级增速。终端将无处不在，人找服务变成服务找人，虚拟与现实世界加速融合。

       从人的核心需求出发，我们重新思考万物互融时代，人们的生活将有哪些新的演变。

       科技智能化将助力我们应对工作过载，并替我们去完成那些重复且琐碎的事务，效率会革命性优化，帮我
们把有限的时间与精力集中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先进的传感技术提供的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服务下，科技
让身心健康多一分保障，把被淹没在事与物之中的我们拉回来，缓解生活压力下健康问题和情绪焦虑。在全息
影像、多模态体感交互的沟通技术支持下，我们将跨越空间甚至穿越时间，让情感得以寄托。我们探寻未知的
世界不再受拘束，突破自我能力的边界，尽情尝试新的体验。

       总之，未来智慧生活虚实融合、全域智能，每个人都会深度参与其中，我们既是服务的定义者，也是受
益者。OPPO联合清华大学，对未来智慧生活进行深度研究，希望与行业共同探讨未来智慧生活多种场景的
发展趋势与解决方案。

       万物互融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OPPO将秉持 “All for One，一切以用户体验为中心” 的
价值导向，布局智慧场景终端，同时，继续夯实技术底座，构建平台，赋能伙伴，做强生态。

       科技为人，以善天下。我们始终相信，“科技” 是手段，“人” 才是目的。让我们一起携手打造万物互融时
代的美好智慧生活 !

携手打造万物互融时代
美好智慧生活

刘作虎
OPPO 首席产品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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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从 “人” 的核心需求出发，以技术发展下的生活场景为对象，展望了未来的智慧生活。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基于未来轮等逻辑模型，从不确定性微弱信号中寻找相对合理的可能性，识别和整理趋势、
事件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分析潜在的问题和机会。

       同时， 也基于消费需求与动机模型， 通过综合分析趋势发展与人的需求动机（融合、顺从、安全、控制、个性、身份、
活力、享乐）之间的关系，推演在技术和生活方式演变的影响下，八种需求动机所牵引的未来生活场景，最终获得核
心的四大生活主题洞察。

       在每个主题下我们将分别介绍其背景、预判的趋势、核心场景及企业行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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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基于人类核心需求的四大生活主题

超越效率，让价值更多元
在虚实融合的世界中，人们希望借助技术的帮助，从低价值感中解
脱，可以专注更有意义的事务。精准个性化的服务，提升人们认知效
率；无所不能的智能辅助，升级时间价值；以个人ID为核心的服务系
统，在多场景切换时，让人们获得无缝衔接的体验。 

畅享舒适，让健康有保障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期待新科技能带来更多的协助，让生
活变得更加轻松、健康、安全。更智能的AI、更智慧的情感计算、更
有价值的生命科技，这些新兴的前沿技术将帮助人们提升对生理健康
风险预知能力，提供更多心理健康服务，保护用户的个人数据安全。

无界社交，让情感可寄托
持续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和平台正不断重塑彼此联系的方式，人类对于
在数字世界建立新的连接关系、获得新的体验充满了期望。虚实交错
的社交空间、可共享感官感受的深层次互动、可定制的虚拟伴侣等社
交形态，将为人们建立更深入、更有意义的连接。

无限探索，让人生有质感
数字技术已成为人类创造力的催化剂，赋予人们新的 “能力” 。人们期待
着突破技术限制，去更广泛和深入地了解未知世界。可增强身体机能与
感官的穿戴设备、增强脑力的AI “外脑” ，帮助人们打破能力边界，加速
个人成长，支持人的探索愿望和创造力。 



1超越效率
让价值更多元
繁忙的日程安排、无休止的电子邮件、随时待命——不堪重负的人们
正承受着越来越高强度的时间压力，因此渴望回归简单和平静。

在现实与数字交融的世界中，人们希望在技术帮助下，从低价值感中
解脱，可以专注更有意义的事务，为时间赋予更多元的价值。 



       被淹没在繁忙生活与快节奏工作之中的人们，看似得

到了技术对效率的加持，实际上却没有提升时间生产力，

收获额外的时间价值。我们发现此问题的实质是传统工作

方式使得人们受限于原有的认知、琐碎事务性的时间障碍

以及单一场景的空间障碍，无法让时间增值。

       随着每天获取的信息和需要处理的事情呈数量级增长，

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 “时间价值” ——有选择地使用自己的

时间，给无意义的事件一个加速度；多任务并行的状态下，

能够同时快速处理各种繁杂事务。大数据、云、AI等技术的

快速发展，推动被动服务向主动智能服务转变，逐步代替或

协助人们处理重复事务、简化繁复工作；同时，统一ID的打

通，让感官体验完全数据化，实现场景间无缝衔接。

       在未来的智慧生活中，提升认知效率的数字学习、提

升工作效率的超级助理、突破场景限制的流动空间，这些

都是达成时间增值的关键场景。

76.5%的受访青年称自己过着 “倍速生活” ，
其中一线城市青年比例最高，达78.9%。
83.1%的受访青年坦言自己每天忙忙碌碌但
收获不及预期。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

76.5%

73%的 “数字化革新者” 认为数字技术对生
产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71%的受访
者表示，他们非常欢迎在未来5-10年中看
到一个更智能和更具效率的完全自动化办
公的工作场所。

——Aruba《数字革命解锁智能数字化工
作场所潜力》

73%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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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和代谢达到

了前所未见的顶点。每天都有无尽的新事物与信息涌

现，当碎片式的信息输入和碎片化学习成为常态，传

统学习模式已成为提升人们认知效率的阻碍。

       未来学习模式将建立在智能系统的基础上。智

能系统拥有更好地收集和挖掘数据能力，提供超越个

人学习能力，又恰到好处的场景化辅导与帮助，打造

个性化的学习模式。

       在学习初始阶段，辅助建立个人知识网络结构；

收集日常学习数据并分析，设计精准的学习计划，提

供匹配的学习资料；并在一段时间后，主动测试，检

验学习效果，再根据反馈数据迭代学习方案。用千人

千面的学习计划，取代循规蹈矩的学习过程，让每个

人可以通过最适合自己的路径掌握需要的知识。

       在学习过程中，人们还可通过场景化的学习，提高
知识的吸收效果。比如根据人们所处的地点和场景，
自动关联学习内容，让学习不局限于纸面上，随处可
学、随处可用；将课程安排与个人时间紧密结合，无
论是工作日的夜晚还是通勤的间隙，都能提供适合的
学习材料，让人们可以想学就学，高效利用碎片时间。

       智能系统将进一步通过价值数据的分析与应用，
使所获得的服务更具针对性，而人们则可以将所有注
意力专注于提升认知效率本身。

精准的个性化指导
数字学习提升认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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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碌的生活中，多任务并行是一种常态，人们
需要让事物处理变得更快、更方便、更轻松。目前
搭载在手机、音箱等智能设备上的 “语音助手” ，以
及基于场景的自动化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简化流
程，提高效率。但这种辅助高度依赖人的命令，且
灵活性较差。

       未来的超级助理将搭载在智能系统上，拥有更
强的计算能力，其对于情景和数据的综合分析能力
也将大幅提升，可以通过自主决策进而主动地提供
服务。

       超级助理将主动弥补 “人” 的不足，提供更高效
的智能辅助。在未来的出行场景中，超级助理（驾驶
方向）可以根据对驾驶者的多维度监测和实时环境数
据分析，预测人或汽车即将产生的行为，主动介入控
制，辅助安全行路。当驾驶者昏昏欲睡，或是因其他

事情分神时，主动采取转弯、刹车等措施，保障驾驶
安全。 

       超级助理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 “人” 的角
色，自行解决问题而无需人的参与。比如在空屋状态
下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 超级助理（智能家居方向）
可以自主调配智能家居设备， 智能辅助应急处理。

       在多模态交互下，超级助理可以出现在生活的方
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购物理财，在人们需要帮助时
主动出现，辅助解决问题。并通过不断学习，变得越
来越符合用户的个人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成
为真正的 “贴身私人助理” 。

       通过智能中枢串联智能服务，让人们的智慧生活
体验更连贯。同时要平衡机器决策与用户控制权之间
的关系，提供尺度合适的主动服务。

无处不在的智能辅助
超级助理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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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让连接无处不在，人们的活动越来越少

受到物理空间的限制。“家” 的角色和功能更加多元

化，室内空间需要实现多任务处理，并能在不同场

景间灵活切换。另一方面，人们高频穿行于各个角

落，咖啡厅、便利店成为新的 “工作室” 、“客厅” ，

流动的空间将成为生活中的常态。

       随着个人数据能够在各个服务系统之间高度连

通，未来，根据人的需求提供真正智能的物理空间，

让空间来适应人， 甚至创造跟随人移动的 “随身空

间” 成为可能。

       流动的空间体验体现在几个方面：

       同一物理空间的功能可以随需求切换。如汽车

可以随时切换成会议室、游戏室，调整车内的功能

模式、视觉风格等；

       空间内体验可以跟随人移动。如智能家居系统
通过传感器识别人的位置，调动附近的影音、通讯
类产品，让人在家中的任意位置都能享受到连续的
影音体验；

       一个空间的体验可以迁移到下一个空间。如对温
度湿度的偏好能够形成个人数据上传到云端，通过
登陆个人的统一ID，下载到新家的家居系统，保障
不同空间体验的一致性。

流动空间突破场景限制
让体验以人为中心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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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看重信息筛选的效率，企业需要通过模型算法实现个性化推
荐和服务，让用户以更自然的方式获得精准有效的服务。

优化模型算法，让推荐融于无形
01

根据场景提供当下最贴心的体验，使用户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获
得无缝衔接的服务。

以用户为中心，再定义 “流动空间” 的体验和产品组合
03

被动输入信息而产生的服务，将成为未来的智慧服务的基础。能
够比用户更早关注到其需求，进一步通过主动获取、预判可能产
生的需求，并提供适度的服务才是智慧服务的发展方向。

提高服务主动性，从分析到预判

02

       在未来的智慧生活中，效率将被时间增值重新定义，企业可以关注数字学习、超级助理以及流

动空间三个关键场景中的核心要素，并围绕他们规划自身行动。企业应该优化数字学习过程中的模

型算法，使得推荐更主动与无感化；将超级助理的功能从被动分析转向主动预判，以提升其服务主

动性；从场景出发，打造在不同的空间中，以人为中心的流动体验。

企业行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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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畅享舒适
让健康有保障
享受美好生活是人们一贯的向往。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向往似
乎变得越来越艰难，人们期待新科技能带来更多的帮助，让生活更加轻
松、健康、安全。

更智能的AI、更智慧的情感计算1、更有价值的生命科技……这些新兴的
前沿技术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望带来希望。

1 情感计算的概念是在 1997 年由 MIT 媒体实验室 Picard 教授提出，她指出情感计算是与情感
相关，来源于情感或能够对情感施加影响的计算。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胡包刚等人也通
过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对情感计算的定义：“情感计算的目的是通过赋予计算机识别、理解、
表达和适应人的情感的能力来建立和谐人机环境，并使计算机具有更高的、全面的智能” 。



       背负职场与家庭生活双重压力的人们，看似获得了技

术对于健康的守护，实际上身体仍处于亚健康状态。除此

之外，心理功能失调与社会关系的失衡，亦不断地威胁着

人们的心理健康。传统的生命感知方式，使得人们仅关注

身体状态，忽视心理功能与社会关系，妨碍了科技为人们

带来兼顾身心健康的提升。

       群体焦虑与高压生活状态导致人们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问题凸显。人们对身心健康的关注提升，进而开始寻求科

技的帮助。以个人健康数据收集、提供健康风险预知等功

能和服务的个人可穿戴设备逐渐获得人们的青睐。数据化

设备帮助人们掌握自己的健康状态同时，个人信息安全的

问题随之而来，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既希望享受科技

为健康带来的提升，又需要获得个人信息的保护。

       在未来的智慧生活中，健康生活的数字提案、精细化

的远程健康技术、主动化的情绪追踪调节、更安全的数据

保障，这些都是提升生命质量的关键场景。

中国城市消费者都表示他们或多或少有情
绪问题，其中 “有压力”（82%）和 “疲倦”
（78%）是最突出的。 

——英敏特《情绪健康管理-中国-2020》

82%    78%

75%的消费者使用过数字化健康管理产品
或服务，其中最常用的是健康指导和数据
追踪。60%受访者使用过健身与运动指导
相关的产品与服务，30%的受访者使用过
健康数据追踪类的产品。

——德勤《数字化健康白皮书》

75%    60%    30%

用户维护个人信息权益意识越来越强烈清
晰。35%更在意安全性，认为安全隐私比
便捷的智能手机服务更重要，9%更在意便
捷性，认为可以接受分享一些数据以获得
更好的智能手机体验。 

——Ipsos & OPPO《2021年-中国智能手
机用户安全需求洞察报告》

35%    9%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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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生活提案
数字健康保障身体状态

       一场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疫情改变了人们
对健康生活的认知与行为习惯。人们的忧患意识
得到了增强，对待健康的态度也从被动治疗转向
积极主动预防。

       得益于数字技术与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与结
合，未来数字孪生2 技术（即数字版 “克隆体” ）在
医疗领域的应用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种
类越来越丰富的、精密的传感器被嵌入到各种日
常物品中，使得更多精细化的个人数据可以被采
集和计算。在此基础上，结合可穿戴设备对生理
数据的精准化实时监控，针对健康风险，通过建
模与动态变化风险分析，使得模拟测算与预测成
为可能。这种可能性让 “健康状态” 这一原本模糊
的定义变得清晰且可感知，帮助人们缓解对健康
的焦虑。

       在可量化与可感知的健康数据技术支撑下，
平台化联动的健康设备及服务将能够进一步为人们提
供相应的生活建议和指导，让人们在 “无感” 中，保
持良好的健康状态。例如，在早晨，智能健康助手会
在最合适的时间，根据个体的健康模型，提供恰到好

处的居室环境和唤醒服务；在中午，通过营养数据与当
天的身体动态、情绪数据相匹配，推荐深度定制化的饮
食方案；到了晚上，可以选择个人喜欢的娱乐方式来说
服人们坚持运动，并在运动过程中结合可穿戴设备提供
的数据，按照不同水平对体态、动作进行有针对性的指
导；当主要健康参数或者生命体征发生变化时，智能健
康助手将自主与云服务平台上的专家取得联系，或比对
相关专业知识后，主动向人们提交结果。借助这些新科
技，我们将能够实现对健康隐形保护，为人们期待的美
好健康生活提供有效支持。

       随着大众对预防性健康生活方式的渴望与新技术
的兴起，技术一方面向跨领域的数据获取能力发展，
另一方面构建平台化数据整合分析能力，以建立更精
细化的个体数字健康管理服务模型，从而为人们带来
更有价值的智慧健康生活。

2 数字映射（Digital twin），或译作数字孪生、数字分身、数位双生，
指在信息化平台内模拟物理实体、流程或者系统，类似实体系统在
信息化平台中的双胞胎。借助于数字映射，可以在信息化平台上了
解物理实体的状态，甚至可以对物理实体里面预定义的接口组件进
行控制。

展望

场景 1

13



       远程医疗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医疗资源不
均衡的现状。不过受限于技术发展的进程，目前的
应用主要集中在相对简单的病情诊断过程，而复杂
病情处理或更细致的治疗仍需回到传统医院进行。
随着5G技术的发展及落地，超高速的信息传输让
更精细的远程医疗服务成为可能。

       健康科技已经从专业性医疗设备转变为可提高
人们生活品质的消费级健康产品。这种变化使人们
即便安坐家中也可以通过更简易的方式，对自身与
家人进行更广泛、相对专业的生理数据检查。当医
疗设备与云端服务系统的数据互联互通后，人们就
可以直接通过智慧医疗助手获取顶尖医生的专业建
议。这种用户链接专业医疗进行 “自我问诊” 的智
慧医疗场景将会越来越普遍。

       目前虚拟手术系统3  在医疗教学上已经得到较好
的应用。未来虚拟现实技术、远程控制技术将让远
程医疗不局限在屏幕上，医生可以远程处理更复杂
的医疗问题。例如，当人们在户外发生意外身体损
伤时，医生可以通过远程触感传递技术 “触碰” 患
者受伤部分，判断伤者伤情，并结合其他远程医疗

设备做简单的伤口处理。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
获得即时的远程协助，得到极大的安全感。

       未来的医疗服务要更加注重个体的需求，产品、
服务主动配合 “人” 。通过 “人工智能+5G+虚拟现实”
以及即时开启的远程医疗系统，让人们用最简单快捷
的方式，获取个性化、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体验。

3 虚拟手术仿真系统（Virtual Surgery System）是虚拟现实技术在
医学领域的一个典型应用。虚拟手术是由医学图像数据出发，应用
计算机图形学重构出虚拟人体软组织模型，模拟出虚拟的医学环
境，并利用触觉交互设备与之进行交互的手术系统，如图1所示。虚
拟手术系统，为医生提供一个虚拟的3D环境以及可交互操作平台，
逼真的模拟临床手术的全过程。

精细化的远程健康技术
随时随地提供个性化医疗指导

展望

场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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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英敏特的调查显示，人们会因情绪问题产生头
痛、注意力难以集中、自信心降低、肠胃不适等众
多负面影响。现在可穿戴设备、手机的应用程序均
可对生理健康进行监控，但还未满足人们在跟踪和
改善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

       情感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它通过
结合用户的生物特征和生理数据来感知、理解并回
应他们的感受。随着情感计算的兴起，技术将能够
读取个人感受。人们将对自己的情绪有更直观、客
观的了解，从而进行情绪的健康管理。

       具有情感识别能力的随身设备（如：手机、可
穿戴设备）可以记录情绪，当检测到不良波动时，
主动联动周边设备，如智能家居系统，营造能够纾
缓情绪的居家氛围；或通过脑电波的干预辅助调节
情绪。智能设备能在使用者长期沉浸在负面情绪而
自己未察觉时，主动提醒，帮助进行情绪调控。

       另外，当人们需要情感支持时，也可以获得更
加及时和有效的帮助。例如， 汽车可以成为智能 “第
三空间” ，通过灯光、气味、声音等多感官技术的配

合，结合冥想引导服务，提供一个放松的空间。人
们经过一天漫长的工作后，躺在车内，轻柔的音乐
萦绕耳边，流转的氛围灯和香氛创造出平静安全的
氛围。在专业指导下进行一场纾缓、放松的静心冥
想，缓解心灵的疲惫与烦躁，准备回到家享受美好
的夜晚。

       注重情绪管理的价值，将情绪感知和分析功能整
合，同时通过多感官的沉浸体验，帮助人们创造暂时
摆脱日常生活烦扰的情绪疗愈时刻。

主动化的情绪感知纾缓
呵护情感健康

场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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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数据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这已成为
国家数字治理的重要议题。随着众多监管以及保护
举措的提出，未来，个人数据泄漏与非法使用将不
再使人们产生困扰和焦虑。

       边缘计算能力提升，使得智能家居系统可以实现
家庭信息的本地化计算和保存，保障数据的绝对安
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也将助力打击非法窃取
数据和数字造假等行为。国际调研机构Gartner战略
科技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到2025年，将有一半的大
型企业机构使用隐私计算在不受信任的环境和多方数
据分析中处理数据，保障信息安全。

       在保护数据基础之上，人们将能够更自由地掌
握和支配个人数据。人们可以有选择地通过数字银
行平台，决定是否向他人或者服务商开放部分数据
使用权。比如通过共享个人使用数据换取更精确的
定制化服务；向研究机构开放个人行为数据，助力
研究项目。

       而随着NFT4  相关技术和观念的普及，普通人也
将能够用简便的方式将自己的作品生成NFT，保护

个人创作成果的同时，在分享平台获得更多认可和
收入。

       人们与机构之间的信任将建立在数据得到保护
的基础上。隐私被保证的前提下，数据的最大价值
将被技术进一步的发挥，最终建立人们与机构之间
良性的数据使用关系。

更安全的数据管控
维护数据自主权 

4 NFT(全称为Non-Fungible Token)，指非同质化代币，是用于表示
数字资产（包括jpg和视频剪辑形式）的唯一加密货币令牌。NFT可
以买卖，就像有形资产一样。

展望

场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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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的智慧生活中，健康将被生命提质重新定义，企业可以关注全方位生活提案、远程健康

技术、主动化情绪管理、数据安全与使用机制四个关键场景中的核心要素，并围绕他们规划自身行

动。企业应该建立基于完整数据与领先技术（如远程医疗技术等）的健康服务系统，构建跨领域健

康生态平台，以便为人们提供全方位生活提案与主动化情绪管理；同时承担企业数据责任，提供适

度与对应的保护措施。

以全面的个人数据为核心，形成从硬件到软件的健康服务闭环，
辅助用户实现自我健康管理。

建立基于完整数据的健康服务系统
01

意识到用户在数据使用中所面临的问题，承担企业应有的社会责
任，提供透明、安全的数据使用保障，让用户获得安全感。 

承担企业数据责任，主动提供数据安全保障
03

医疗、健康、科技多领域联合协作，共同打造健康技术生态。

跨领域健康生态平台02

企业行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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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界社交
让情感可寄托
人，对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愿望从未停止。

今天，持续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和平台正不断重塑着彼此联系的方式，
人类对于在数字世界建立新的连接关系、获得新的体验充满期待。 



       身处现场却无法述说兴奋的感受、置身人群之中却不

被理解，人们看似进行了交流与互动，但实际上人与人之

间的连接并没有深化，关系或情感更没有进一步发展。此

问题的实质是传统社交方式的限制：习惯于单向传递体验

与感受、局限于同一时空下行动与合作、及必须妥协部分

诉求以适应群体。

       城市化建设和圈层发展，使基于血缘和地域的传统关

系淡化，而以共同兴趣和价值观为纽带的新型关系逐渐兴

起。人们越发渴望与他人建立更多元、更深层次的连接。

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新社交媒体形态的发展，帮助人们消

除了时空的限制， 创造出一种基于趣缘而建立的社交关系。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二维图文形式

向多维立体形式扩展，让构建更加亲密的关系成为可能。

       在未来的智慧生活中，多元互动的数字空间，实时互

动的感官共享，混合现实的远程协同，个性化的虚拟伴侣，

都是发展社交关系的关键场景。

被调研的青年男女（18-35岁）中，
71.2%感到孤独。其中，95后则是最感
觉孤独的一代。

——冈本 & 腾讯新闻《2021青年男女健
康调查报告》

71.2%

在关于社交方式的调查中，72%的被访
者认为科技加深了自己与家人和朋友的
联系。

——Wunderman Thompson Data
《Into the Metaverse》

72%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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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空间多元互动
塑造社交新体验 

       人们对场景化社交的需求越来越高。在远程社
交中，人们不仅关注信息的传递，更希望制造共同
的经历。“云共享” 音乐、视频等服务便由此而生。
游戏平台正从纯游戏体验演变为基于游戏的社交空
间，以便人们在其中交流互动，甚至建立组织或进
行合作。“游戏” 将成为一个新空间而不仅是某种
特定的体验。

       “元宇宙” 相关技术为此提供了新的想象。摆
脱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人们可以尽情发挥，打造独
属于自己的虚拟王国。例如，可以通过建立真实空
间的虚拟镜像，或创造全新的数字空间，作为新的
社交场所，甚至设立 “虚拟的家” ，邀请朋友和家
人做客。不同的数字空间还可以相互叠加，人在各
种空间中自由穿梭，同时处理各种社交事项，比如
一边享受家庭聚会的温馨时刻，转身又可以直接进

入舞会现场， 一键变身成派对女王，与朋友尽情狂欢。

       除了物理空间的数字化，还可以创造以活动为中
心的 “空间” ，让同一时刻做着相同事件的人相聚在
一起。比如在虚拟影院观看同一部小众的电影，在虚
拟自习室探讨同一个学术问题。技术帮人们找到此刻
世界上的另一个 “自己”，让独自一人的生活也能获得
“与众同乐” 的体验。

       社交不是孤立的活动，人们更关注社交与其他活
动的融合，拓展面向数字世界的 “新社交” 方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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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1



       人们渴望探索更深层次的沟通与表达，不再满
足于只是分享图文、声音或视频的社交方式，而是
渴望与他人共享自己的感受，建立更深度的连接。

       随着感官信息技术的发展，更丰富的五感信息
的记录与传输成为可能，如Dream Labs通过扩展
现实5 (XR) 技术让用户可以感受到身体上的触觉脉
冲，模仿被触摸的感觉；多模态气味播放器可以还
原目标气味，拓展嗅觉体验的拟真范围。

       人们可以利用感官信息记录和重现技术来实现
体感的同步，把完整的体验记录分享给不在场的他
人，春日微风中的隐隐花香，午后阳光洒在身上的
温暖触感，这些无法用言语传达的感受都可以用更
直观的方式传递，促进更深层次的交流；还可以通
过可穿戴设备在远程沟通时将视野共享，让参与者
代入另一个人的视角，无论在日常交流还是协同工

作时，都可以更准确地传达信息，提高沟通效率，或
者创造出更新奇的互动方式。

       人们期待多元交互方式的组合，与可定制的远程
通讯感官体验。

5 扩展现实（Extended Reality，简称XR），是指通过计算机将真实
与虚拟相结合，打造一个可人机交互的虚拟环境，这也是AR、VR、
MR等多种技术的统称。通过将三者的视觉交互技术相融合，为体验
者带来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无缝转换的 “沉浸感” 。

共享感官体验与实时互动
真正与他人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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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2



       Robert Half一项2020年的研究发现，有89%
的企业认为居家办公和办公室办公的混合模式在疫
情过后会长期存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随意自在
的办公体验。同时，在创新过程中，为了解决越来
越复杂的大规模、系统性问题，对跨公司、跨学
科、跨行业共同合作的需求也将逐步增加。人们在
不同地域实时协作完成同一个项目将成为新常态。

       常态化的远程协作模式需要更有效的合作方式
与手段，虚拟现实6、混合现实7 技术可以帮助人们
消除物理障碍。微软上线的Mesh平台，能够通过
增强现实眼镜，展示同事的全息影像，让虚拟协
作成为可能。

       未来人们在虚拟世界中与他人或环境互动的
能力也将越来越强。未来的远程协作不再只局限
于屏幕上，更逼真和立体的互动方式助力更深度
的合作。想象一下，设计师们在探讨产品设计方
案时， 可以直接置身于产品模型的 “内部” 开会，
仔细研究产品的每一个细节，实时对模型做出修

基于混合现实的远程协同
实现跨域深度合作

改。设计过程不再是纸上谈兵，沉浸式的设计场景
消除了时空局限，让设计成品跃然于眼前。

       人们需要更多的定制化协同工具，更有吸引力的
数字化演示方式，以获得人和环境更强的互动能力。

6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简称VR），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
一项全新的实用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囊括计算机、电子信息、仿真
技术，其基本实现方式是计算机模拟虚拟环境从而给人以环境沉浸
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对VR技术的
需求日益旺盛。VR技术也取得了巨大进步，并逐步成为一个新的科
学技术领域。

7 混合现实技术（Mixed Reality，简称MR）是虚拟现实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该技术通过在现实场景呈现虚拟场景信息，在现实世界、
虚拟世界和用户之间搭起一个交互反馈的信息回路，以增强用户体
验的真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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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虚拟伴侣
可自定义理想陪伴

       现代人渴望志同道合的亲密关系来对抗现实
的孤独与冷漠，却不愿为此付出过多精力。为了
满足愈加个性化的情感需求，未来人们会将更多
目光投向虚拟的情感陪伴方式上。

       从Siri在2011年的亮相开始，虚拟个人助理
的发展越来越快。从聊天机器人，虚拟主播，
到虚拟idol，从语音模拟和简单对话，向极度真
实的虚拟人类发展。LG于2021 CES展会推出的
“虚拟主播”  ——Reah Keem，拥有如真人一般
的外形细节，讲话时有丰富的面部表情，还有眼
神暗示、手势和肢体动作。

       虚拟人将逐渐成为具有更多元能力的情感伴
侣，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提供无条件的陪
伴。无论是真实的人物再现，还是完全虚拟的人
物，小到皮肤细节，大到性格、语言方式，人们
都可以根据喜好进行定制。通过系统不断的学
习，它还会日渐变得更加符合自己的需求，成为
每个人心中 “完美的TA” 。

       这种虚拟的情感服务完全以个人为中心，在娱
乐、教育、交友等各种生活事件中提供无条件的陪
伴，以及更有创造性的陪伴方式。双方的互动设备
将不止于屏幕，通过AR眼镜等可穿戴设备，虚拟
伴侣可以随时出现在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甚至同时
出现在多个地点，根据场景承担不同的角色，满足
不同的需求：时而是同学，陪伴自己奋战在深夜的
自习室；时而是健身教练，共同在运动场挥洒汗
水；还可以摇身一变成为私人心理医生，在遇到困
难时提供贴心的抚慰和指导。人们不需要付出对等
的时间与精力，就可以获得一种 “随叫随到” 式的全
能陪伴。

       人们需要的不止是一个形似真人的虚拟形象，更
追求贴心的陪伴、情感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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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4



“传送、全息和化身” ——下一代的社交网络应要为用户提供更真
实和身临其境的体验。

融合社交与其他活动，重构社交媒体
01

数字孪生技术发展下，每个人都将拥有数字分身的可能。围绕数
字人产生的一系列相关服务，如用户的虚拟形象定制、企业的虚
拟代理等，需要企业提前做好战略布局。 

塑造数字化人类，创造情感的共鸣

03

将远程协同作视为新的机会，反思和更新原本的工作方式、办公
流程、管理模式。

创新办公协同工具，将远程协作模式视为未来常态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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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来的智慧生活中，社交将被社会关系重新定义，企业可以关注数字化多元活动、共感体验、

超级远程协同、虚拟伴侣四个关键场景中的核心要素，并围绕他们规划自身行动。企业应该革新对社

交及其相关活动的认知，并重新理解与打造社交媒体；持续关注混合工作模式的发展，优化远程协作

办公的工具；密切留意数字技术对于人类与  “虚拟人”  的影响，在数字化人类时代占得先机。

企业行动要点



4无限探索
让人生有质感
探索未知世界是人类的梦想，无论过去、现在与未来。今天，一个令人
激动的平行数字世界正在打开人类新的想象空间，创造不再受物质、能
力所束缚。

数字技术将成为人类自由创造的催化剂，赋予人一种新的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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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过去一年新增创作者1.3亿，百万粉账
号月均发视频数增速59.6%。

——新榜《2021年内容产业年度报告》

1.3亿    59.6%

2011-2020年，我国共新增超过4400万
家创业公司，也就是说，平均每7秒就有1
家创业公司成立。   

——中国青年报社 & 天眼查 & 青创头条
《青年创业城市活力报告（2021）》

4400万    7秒

       数字化科技拓展了创新的范围，但短期内人们的创新

成果却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变革。我们认为人们对创造力的

传统理解妨碍了数字化带来的创造力跃迁。传统的理解方

式限制了人们对认知能力的理解，使得人们难以打破真实

与想象的认知边界；限制了对自身技能与感知能力的理

解，使得人们难以展开对未知领域深度探索；限制了对创

作能力的理解，使得人们难以自由表达自我，这些都让人

们的创造力难以演进。

       随着感官技术、交互技术的成熟和商用，人们憧憬的

超现实体验将成为可能。个体主义价值观不断深化，人们

更渴求实现、强化个人价值。他们开始尝试增强型设备，

以突破自身能力的约束，让自己实现更多的可能性，建立

对更广阔世界的认知。同时，AI和机器学习等算法不断迭

代，让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以实现自由创作。

       在未来的智慧生活中，沉浸式的拟真体验、增强身体

机能与感知能力的可穿戴、协同创作的AI，这些都是能力

演进的关键场景。

背景



沉浸式 “实感” 体验
随时切换数字新世界 

       虚拟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到现实世界
中，不断提高着人们对娱乐的期望，人们希望获
得超乎想象的娱乐体验：更自由的控制、更丰富
的信息、更深的沉浸感，甚至模糊真实与虚拟之
间的界限。

       随着混合现实8、全息投影技术9 等逐渐成熟，
人们在居家空间也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沉浸体验。
通过模拟影视中的触感/气味/温度/光线等，将空
间、时间、声音和图像汇集为一个以身体直接感
知的场，让一切 “真切可感” 。

       通过便携的AR/VR/XR等设备，人们可以更主
动地参与到影音内容中，例如改变形象，将自己
化身为剧中人物，去亲身经历自己喜欢的故事
线，以第一视角感受跌宕起伏的剧情带来的紧张
与刺激；甚至还能够无数次的 “推翻重来” ，在真
实与虚幻，过去和未来中自由穿梭，穷尽百种人
生可能性。

       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体验到另一种 “现场
感”  ——在任意环境下直接 “进入” 到某一场线下

活动的现场，比如展览、演唱会或竞技赛事：每个人都
能够自由选择观看视角，优化现场声音效果，与表演对
象互动。想象一下与自己心仪的偶像能够近距离互动会
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这种模拟真实空间的视觉化改变，能让人在不经
意间突然进入另一个奇妙的维度空间与感官世界，感
受到对 “未知” 的期待和探索的新奇体验，将当下 “看
屏幕” 式的传统观影模式，转变成主动介入的 “无限空
间” 沉浸模式。

       不断升级的体验性需求， 不仅关注硬件功能提升，
更关注如何突破媒体形式限制，挖掘虚拟体验与现实
活动结合的新机会，创造意想不到的多维感官体验。

8 混合现实技术（MR）是虚拟现实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该技术通过在
现实场景呈现虚拟场景信息，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和用户之间搭起
一个交互反馈的信息回路，以增强用户体验的真实感。

9 全息投影技术（front-projected holographic display）属于3D技术
的一种，原指利用干涉原理记录并再现物体真实的三维图像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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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 1



增强身体机能与感知能力
成为超级新人类

       “我觉得我们都是赛博格10，我们都没感觉到，
也没意识到，但我们与技术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几
乎要和它融为一体” 。——Johanna(德国艺术家) 

      今天，人类与科技的融合并非科幻小说中那
么遥远，更智能的手机、可穿戴设备，各种神经
植入式电子设备，脑机接口，机械义体……新的
科技正冲击着人们对 “人” 的固有认知与定义。
人类期待通过技术的加持突破身体极限，能够更
广阔地探索未知领域，加深对世界的理解。

      首先是增强人体机能，拓展能力范围。在外骨
骼11 设备的帮助下，人们可以提高知觉敏锐度，增
强四肢运动及反射能力，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也
如履平地。在登山、潜水等户外运动时，可以进
入过去无法触达的环境中，享受对大自然的征服
感。对于行动不便的群体来说，电子设备延伸了
他们的身体，不但能增强个人生活自理能力，甚
至还能帮助他们实现 “运动梦” 。目前外骨骼设备
在物流相关商业领域正在进行尝试，一些企业也
推出了针对专业人士和残障人士的家用产品。

       如果说外骨骼技术是增强行动能力，脑接口技术
则可以直接对大脑进行改造，参与人类的意识处理
过程，分析和处理环境感知信息，帮助人们排除干
扰。比如识别环境声音，实时放大/缩小其中的某些
声音（如森林中的鸟鸣）；突出显示当前环境中的
某一件事物（如某一种花）。这种 “能感他人所不能” 
的主动增强型感知能力，既能在学习与工作的过程中
提供帮助，也能为人们创造生活的乐趣。

       未来，与人工智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将
更习惯于利用技术做自我增强，成为我们眼中的 “超
级新人类”。

10 赛博格（Cyborg），又称电子人、机械化人、改造人、生化人，
即是机械化有机体，是以无机物所构成的机器，作为有机体（包括
人与其它动物在内）身体的一部分，但思考动作均由有机体控制。
通常这样做的目的是借由人工科技来增加或强化生物体的能力。英
文 “Cyborg” 是 “cybernetic organism” 的结合，实际上表示了
任何混合了有机体与电子机器的生物。

11 机械外骨骼或称动力外骨骼（Powered exoskeleton），是一种
由钢铁的框架构成并且可让人穿上的机器装置，这个装备可以提供
额外能量来供四肢运动。

28

展望

场景 2



AI协同创作
人人都是创作者 

       近年来，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更主
动地构建个人身份、表达自我。从传统媒介时代进
入短视频时代后，创意表达的门槛降低，吸引更多
普通人拿起手机，随时随地进行创作。

       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与AI协同创作的理念逐
渐深入。这些变化首先在数字作品上出现，涌现
出很多关于AI做设计、写代码、作曲的探索，创
作者只需要构思框架，AI自动收集素材进行自由
创作。

       对普通人来说，智能辅助能简化创作过程，提
高创作质量。人们不需要掌握相关的 “专家级” 技
能，从照片、视频的美化，到制作动画、游戏，
一句简单的指令，系统就能自动生成高质量的成
果；甚至不需受限于独特的创意，机器学习12 以及
生成式算法训练创意产生，实现真正的 “文思如泉
涌” ，人们只需选取心仪的作品成果。这大大降低
了创作的门槛，小白用户也可以做出大师作品。

       对从业者而言，智能系统可以用  “非人类”  的方
式思考，为自己提供出人意料的创作思路与灵感。比

如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已经在应用AI驱动的设计算法模
型来实现独特的美学特征。

      创作也不局限于数字空间。CONTEXT调查显示，
全球3D打印机套件和业余爱好市场出现爆炸式增长，
这一细分市场的收入在2020年翻了一番。商用生产
设备的普遍化发展，让生产制作的难度降低，人们可
以轻松设计和实现自己的想法，“我物由我造” ，每一
件产品都独一无二，彰显个人风格。

       新的技术、新的创作方式将赋予普通大众前所未
有的创作力。

12 机器学习是一门多领域交叉学科，涉及概率论、统计学、逼近论、
凸分析、算法复杂度理论等多门学科。专门研究计算机怎样模拟或
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以获取新的知识或技能，重新组织已有的知
识结构使之不断改善自身的性能。

展望

场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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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数字文娱或实体活动都将是真实与虚拟多种维度叠加的混
合模式，为用户提供虚实结合、具有未来感的交互体验。

综合提升软硬件功能，提供多重混合体验
01

重视并主动帮助人们收集其创意，让他们获得参与感和成就感，
同时为其提供实现创意的有效工具和服务。 

打造强平台与好工具，为人们的创作提供 “催化剂”
03

在满足功能型需求之外，转向提供帮助人们增强自身机能和感官
的解决方案。

整合新技术与新场景，以能力增强赋能 “探索者”
02

       在未来的智慧生活中，探索将被能力演进重新定义，企业可以关注沉浸式体验、可穿戴设备与

技术、AI三个关键场景中的核心要素，并围绕他们规划自身行动。企业应该致力于提升软、硬件功

能，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多重混合的交互体验；不仅关注用户的简单功能型需

求，更应该理解用户进一步的自我提升需求，并主动为其提供新型服务；思考如何从提供被动服务

转向主动提供工具、创意甚至解决方案。

企业行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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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生活2030研究报告》帮助我们诠释了在可预见的时间

内，基于智能科技的发展，未来可能的智慧生活图景。期待企业

以人为中心，将技术和场景有机融合，将更便捷、更多元、更精

彩的未来生活带给人们。更期望企业能够突破局限，打通产品、

服务、体验的界限，重新定义企业和用户之间的关系。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我们正处于人机共存、现实向混合现实

过渡的时代。在科技和人文的共同驱动下，我们将进入虚实融合、

全域智能的万物互融智慧生活——连接无处不在、空间更智能、

服务将升维，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数字技术将帮助人类创造

虚实结合的新世界；生物技术将带领人类更好地了解自身、控制

自身、改造自身；探索永无止境，航空航天技术将指引人们仰望

星空，开辟太空新时代。未来的智慧生活将发生颠覆性变化。

       为应对这样的未来，企业需要主动并勇敢的面对变革，从产

品与服务、技术研究、组织革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点，以更多

的维度、更高的视角迎接与创造未来。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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